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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安汽车公司  马军 

2014年01月 

移动互联时代 
长安汽车的思考与策略 



长安汽车基本情况介绍 

 1862年诞生于洋务运动，已走过151年的光辉历程； 

 1984年，正式进军汽车领域，3500万元起家，逐步发展成为中国第一自主品牌，产
销量排名全球第十三位； 

 长安汽车累计销售212万辆，增速高于行业8%，销售收入1650亿元，同比增长44%。 

 *数据来源：世界汽车制造商协会（OICA） 

2011年世界汽车企业规模排名（万辆） 

创始人 李鸿章 

中国最早、最开放的国有企业之一 

第一任总工程师： 
马格里（英国） 

排名 企业 产量 排名 企业 产量 
1 丰田 856 11 菲亚特 241 

2 通用 848 12 戴姆勒 194 

3 大众 734 13 长安 168 

4 现代 577 14 克莱斯勒 158 

5 福特 499 15 宝马 148 

6 日产 398 16 马自达 131 

7 本田 364 17 三菱 117 

8 PSA 361 18 塔塔 101 

9 铃木 289 19 一汽 97 

10 雷诺 272 20 吉利 8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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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安汽车基本情况介绍 

意大利都灵 
造型、车身 

重庆 
汽车综合技术研
究 

英国诺丁汉 
动力总成 

上海 
整车集成 

北京 
新能源汽车技术 

日本横滨 
内外饰、汽车工程化 

美国底特律 
底盘技术 

 建立全球化研发布局：2008到2013年，连续三届6年获评中国汽车行业

企业技术中心评价第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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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续的创新转型助推企业“基业长青” 

来源：“制造业转型全球调研报告”- PTC&牛津经济研究院（2013年） 

 影响企业业务构成的外部因素优先级  企业转型升级活动优先级排序 

外部市场变化对业务构成影响的前几大趋势 

被调查者的% 
0 10 20 40 60 30 50 

 转型活动优先级 
缩短上市时间/批量生产时间 

或提高交付时间 

加速产品创新 

降低产品开发成本 

增加服务收入 

提高客户满意度 

改善产品质量 

增加服务收益率 

加强全球协作 

降低产品成本 

降低IT成本 

改善全球产品开发工作 

简化产品风险降低/合规
性流程 

今天 

3年内 

被调查者的% 

成功的转型举措基于以下三大

主题 ： 

■  重新考虑战略和规划 — 不

再完全将卓越运营当作竞争差

异化的来源 ； 

■  服务的迫切性 — 扩大服务

范围，使其超越维修和保养范

畴，成为关键的差异化因素，

并且使服务本身成为利润来

源 ； 

■  创新无处不在 — 扩大创新

范围，使其超越传统研发范畴，

覆盖企业生态系统的所有环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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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类新技术助推“智慧地球” 

信息的多样 
80% 的数据是非结构化的 

邮件,影像, 音频, 视频.. 

数据的海量 
以 57%年增长速度递增 

传感器, RFID, GPS.. 

决策的敏捷 

快速改变商业模式 

决策在事务突变前，预测并修正 

世界越来越平 
 

世界越来越小 
 

世界越来越智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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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：车载智能、驾驶者健康智能等技术应用 

利用道路感知、驾驶动作、道路环境、健康

监测等数据进行综合分析，进行驾驶建议

（如路径与车速）与行为辅助（如危险路段

禁用手机） 

车路
交互 

驾驶
状态 

健康
状态 

道路
环境 

驾驶
建议 

行为
辅助 

车速
控制 

音量
控制 

安
全
带
提
醒 

油量
提醒
等更
多功
能 

福特MyKey 

推出智能钥匙，对车速、音量、里程、后排安

全带等进行重新定义，使汽车在不同驾驶者间

呈现不同的功能定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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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：无人驾驶汽车 

激光雷达 

摄像与视
频分析 

雷达 

位置评估 

谷歌无人驾驶汽车自获得上路牌照后，已实现50万公里安全驾驶 

奔驰、沃尔沃、日产等纷纷发布其无人驾驶产品或发布计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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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：电动汽车将进一步催生汽车智能化，并
带来新的商业模式 
 

TESLA重新定义汽车结构与零部件，汽

车成为一部“大手机” 

• 续航能力：480公里 

丰田RAV4电动车：160公里 
日产Leaf：185公里   
福特电动福克斯：160公里 

• 百公里加速时间：5.6秒 

保时捷帕纳梅拉：6.8秒 
宝马Z4：5.7秒 

TESLA利用7000块普通手机电池，通

过软件系统管理，实现续航里程、性

能与充电时间的突破 

大量采用数字化零部件，车主通过

车载平板控制车辆大部分功能 

北美地区车联网保险迅速发展 

MetroMile推出按里程保险模式： 

•包含几美分每英里的变动费率和一个很低的

基础费率 

•低里程驾驶员若根据其每月实际驾驶里程支

付保费，可比购买传统车辆保险产品节省

20%-50%的保费 Allstate推出驾驶习惯折扣保险模式： 

•初始折扣为10%，后续上限30% 

•折扣基于总行驶里程、日行驶时间、急刹车

次数以及超过80英里每小时的次数 
Progressive推出驾驶习惯折扣保险模式： 

•分两期对驾驶员进行3+5个月驾驶行为监控 

•驾驶习惯优良者最多获得30%折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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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和系统平台推进智能化汽车飞速发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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智慧城市发展迅速 

车辆间交换车辆目前所

处区域和行驶速度等信

息； 

对于车辆在盲区内行驶、

或进入交叉点，驾驶者

可以提前得知，避免交

通事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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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费环境：汽车共享模式，汽车消费回归“用”
的价值属性 
 

在德国，汽车共享快速发展：从2000年
到2011年间，德国18岁到29岁的年轻人
每千人拥有的私家汽车数量下降了34%，

而同期使用汽车共享服务的人数增加了
375% 

2013年1月，日本交通环保及交通工具财团
公布汽车共享统计数据：截至2013年1月，
日本的汽车共享会员数为28.9万人，比上年
增加了73％，车辆数为8,831辆，增加了36

％，保持着快速发展趋势 

各国政府纷纷为汽车共享建设基础设施，
比利时为共享汽车开辟了专用停车场地。
荷兰阿姆斯特丹拥有310处市内共享汽车停

靠站。德国正在考虑修改法律，准备在住
宅小区为共享汽车开辟特殊停车位。 

戴姆勒集团2009年推出Car2go智能租车
服务，目前已在欧洲和美洲的19个城市
提供服务，超过超过27.5万名用户 

DriveNow由宝马和汽车租赁公司Sixt合资成

立，业务分布在德国的四所城市中，在柏林
拥有700辆汽车。2013年，宝马计划在美国扩
大其DriveNow汽车共享业务 

Zipcar是以“汽车分享”为理念的美国
最大网上租车公司。 2012年，会员人数
超过76万，营收超过3亿美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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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数据：应用大数据， 使我们有渠道了解客
户行为冰山下的真实行为 
 
•客户抽样调研数据 

•传统媒介数据 

•网络媒介数据（一、二级页面） 

•移动终端、计算机设备、网络中存储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所有客户行为数字数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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汽车智能与新兴商业模式不断涌现 

智能驾驶不断发展，无人驾驶成为现实 欧美汽车共享使用模式发展迅速 

新能源技术逐步突破，产业发展可能加速 欧美车联网保险等新型服务模式快速发展 

北美最大车险公司State 
Farm 于2011年建立了车联
网保险模式： 
•基于驾驶习惯提供差异化保
险服务 

MetroMile按里程保险模
式： 
•根据其每月实际驾驶里程
支付保费 

Progressive驾驶习惯折扣
保险模式： 
•驾驶习惯优良者最多获得
30%折扣 

Allstate驾驶习惯折扣保险模
式： 
•驾驶习惯优良者最多可获得
30%额外折扣 

比利时、荷兰、德国等各国政
府纷纷为汽车共享建设基础设
施，为共享汽车开辟了专用停
车场地。 

从2000年到2011年间，德国18岁
到29岁的年轻人每千人拥有的私家
汽车数量下降了34%，而同期使用
汽车共享服务的人数增加了375%。 

奔驰、谷歌已发布或实现无人驾驶汽车 

宝马、沃尔沃、日产、奥迪计划发布无人驾驶汽车 

• 续航能力：480公里 

丰田RAV4电动车：160公里 

日产Leaf：185公里   

福特电动福克斯：160公里 

• 百公里加速时间：5.6秒 

保时捷帕纳梅拉：6.8秒 

宝马Z4：5.7秒 

2013年，TESLA股票涨幅近2

倍，并成为纳斯达克100加权

平均指数成份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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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移动互联”等新兴技术将改变消费者、车企、
产业格局 

网络时代将大幅度改变汽车行业格局 

新一代消费者更加注重体验感而非拥有感：
不在乎永久、只在乎曾经拥有 

企业形态向扁平化、柔性化、网络化、虚拟
化转变 

汽车行业将迎来跨界生态环境 智慧改 

变世界 

竞争 
单赢 

竞合 
多赢 

互联网加速人们的思维、价值观、消费观等
变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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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大力推进自主品牌战略与数字化创新 

自主品牌汽车、智慧城市、新能源、新一代信息技术、两化融合等多项国家政
策支持，将为汽车行业发展提供新的机遇 

国家大力推进智慧城市建设，已批准

超过90个城市为智慧城市试点 

国家十二五规划中，将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新

能源汽车作为两大战略性新兴产业；车联网

被列为国务院重大专项 

习书记指示：“我们逐渐要坐自主品牌的

车”，公务车采购自主品牌已成趋势 

党中央高度重视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

融合工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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